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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映時間：2017.7.5 

蜘蛛人：返校日 
Spider-Man: Homecoming 
 

類 型：動作、冒險 

導 演：《玩命警車》瓊華茲 

演 員：湯姆霍蘭德、小勞勃道尼 

蜘蛛人重回漫威電影宇宙後全新作品!最新電影《蜘蛛人:

返校日》將時間軸拉回彼得帕克(湯姆賀蘭德 飾演)的高中
時光,描述在《美國隊長3:英雄內戰》後,彼得在「心靈導師
」鋼鐵人東尼史塔克(小勞勃道尼飾演)的指引下,回到他與
梅嬸(瑪麗莎托梅 飾演)的溫暖家庭。然而在試圖融入過去
平凡生活的同時,一心想證明蜘蛛人不僅是鄰家英雄代表的
念頭仍不斷在彼得心裡出現,直到全新反派禿鷹(米高基頓 

飾演)的強勢現身,才讓他意識到身邊珍惜的事物都將遭受
嚴重威脅。 



上映時間：2017.7.7 

奪命潘朵拉    Wish Upon 
 

類 型：劇情、恐怖、懸疑/驚悚 

導 演：《安娜貝爾》約翰雷歐納堤(John R. Leonetti) 

演 員：喬伊金、萊恩菲利浦、 李基弘、 夏儂波瑟 

母親自殺後，多年來生活不順遂的克萊兒（喬伊金 飾），
不但在校遭受霸凌，家中亦得不到父親疼愛，因緣際會下
，她發現了一個可以讓願望成真的古老音樂盒，於是飽受
欺凌的她開始許願，許願每個欺侮她的人都將以最詭異的
方式痛苦慘死，隨著願望一一成真，克萊兒發現，這個音
樂盒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一般，打開之後，黑暗也將隨之而
來……。 

母親自殺後，多年來生活不順遂的克萊兒（喬伊金 飾），
不但在校遭受霸凌，家中亦得不到父親疼愛，因緣際會下
，她發現了一個可以讓願望成真的古老音樂盒，於是飽受
欺凌的她開始許願，許願每個欺侮她的人都將以最詭異的
方式痛苦慘死，隨著願望一一成真，克萊兒發現，這個音
樂盒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一般，打開之後，黑暗也將隨之而
來……。 

 



上映時間：2017.7.7 

放生員工請注意 
WILD MOUSE 
 

類 型：劇情 

片 長：1時43分 

導 演：約瑟夫哈德(Josef Hader) 

演 員：約瑟夫哈德、琵雅希爾澤格、約翰哈特曼、 

    喬治佛瑞德區 

小職員復仇狂想曲，上班族絕地大反攻 

筆鋒犀利的資深樂評家，失去他在報社的工作，不忍一心
想懷孕的太太擔心，只好隱瞞被裁員的惡耗，每天假裝出
門上班，卻是去遊樂園坐著森林小火車渡過一天，還遇見
從前霸凌他的老同學，兩人舊恨言和、變成盟友，一起整
修破爛的「野生鼠」雲霄飛車賺點小錢，更使壞策劃一系
列報復前老闆的瘋狂計畫；然而，這位中年大叔的情緒開
始變得像雲霄飛車般起伏不定，原本只是小型的夜間復仇
行動逐漸走向極端，溫馴有禮的中產階級生活也完全失控
了…。 

 



上映時間：2017.7.13 

猩球崛起：終極決戰 
WAR FOR THE PLANET OF THE APES 
 

類 型：動作、劇情 

導 演：《猩球崛起:黎明的進擊》麥特李維斯 

演 員：伍迪哈里遜、安迪席克斯、茱蒂葛莉兒 

隨著上一篇章的故事延續，在人類與猩猩間的緊繃局勢之下
，兩派主宰世界的族群對峙情況逐漸加劇。凱撒所領導的猩
猩族群，面對著一位冷血殘暴並率領著人類武裝軍團的軍官
強烈逼迫，為了生存，牠們不得不展開致命反擊，然而，長
期激烈對抗的消磨不僅讓猿類一族元氣大傷，連帶導致族類
情勢急轉直下，也迫使凱撒與自己內心的黑暗本能不斷角力
，並且引發牠密謀報復的想法。旅程最終兩方人馬再度對峙
，凱撒及軍官都發動所有軍力全面迎戰，而這場史詩般的終
極決戰將牽絆著兩方物種及這座星球的未來命運。 



上映時間：2017.7.14 

名偵探柯南：唐紅的戀歌 
Meitantei Konan Karakurenai no Raburetaa 
 

類 型：懸疑/驚悚、動畫 

片 長：1時52分 

導 演：靜野孔文 

演 員：(聲優)高山南、山崎和佳奈、小山力也、堀川亮、宮
村優子、雪野五月、小野大輔、宮川大輔、吉岡里帆 

此次的案件發生於日本大阪地標----日賣電視臺。那時，電視
臺正在錄製日本百人一首大賽“皋月杯”記者會，突然發生
爆炸事件，在倒塌的建築物裡，服部平次以及他的青梅竹馬
遠山和葉都被困住在斷垣殘壁之中，多虧趕來的柯南，即時
救出兩人才保住性命。此時卻發現殺人現場的防盜攝影機拍
到了大岡紅葉的身影！大岡紅葉自稱是平次的未婚妻，是百
人一首大賽高中生冠軍。 

 

這起案件就像是恐怖攻擊，場面混亂 ! 大岡紅葉只是想成為介
入平次與和葉的堅貞情感第三者 ? 還是受人指使另有企圖 ? 真
正的藏鏡人是誰 ?重大案件與多年情誼交雜在一起，關西大偵
探 服部平次 與 關東名偵探 工藤新一 如何聯手破案………? 



敦克爾克大行動 
Dunkirk 
 

類 型：動作、戰爭 

導 演：《黑暗騎士》克里斯多福 諾蘭 

演 員：湯姆哈迪外、馬克瑞蘭斯、肯尼斯布萊納、奇里  

    安墨菲、菲昂懷海德、阿紐林 巴納德、傑克洛登、  

    艾紐林巴納德、哈利史泰爾 

上映時間：2017.7.20 

《敦克爾克大行動》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為背景，英國
、法國與比利時的聯合軍隊，總計超過40萬名軍人被敵軍
武力重重包圍，他們的背後沒有退路，只有冰冷的海水，
敵軍正從前方一步步逼近，隨時可以一舉殲滅盟軍。敵軍
利用大規模空襲的方式攻擊海灘上無處可躲、彈盡援絕的
盟軍。為此，英國下令出動各式大小船隻，冒著猛烈的戰
火，出發拯救盟軍。這是改變二次大戰結果的關鍵行動，
也是塑造現今世界的決定性事件之一，希望是他們唯一的
武器，存活就是勝利。 

 

不管是在中東一望無際的遼闊大漠，或是現代大都會倫敦
迷宮般的地底世界，《神鬼傳奇》一片都以令人出乎意料
的緊湊劇情，以及令人嘆為觀止的奇觀和令人血脈賁張的
動作場面將觀眾帶進一個充滿新奇想像的全新世界，也向
世人介紹全新的神祇和魔怪。 



上映時間：2017.7.21 

悟空傳    WuKong 
 

類 型：動作、奇幻、劇情 

導 演：《西遊:降魔篇》郭子健 

演 員：《寒戰》彭于晏、《志明與春嬌》余文樂 

★他們用青春反抗天威，用熱血主宰命運! 這不是西遊記，
是悟空傳！ 

★影史最帥孫悟空-彭于晏 對戰 最悍二郎神-余文樂! 

★時隔15年《愛情白皮書》後，再繫兄弟情! 

 

五百年前，天庭分為三六九等，而出身低賤的悟空，卻狂傲
不羈，藐視神權，大破各處規章戒律，無視尊佛星仙，向天
地諸神發起抗爭。結界橋之戰，悟空等人不慎落入凡間，雖
歷盡浩劫，卻收穫愛情與友情。然而，所有命運早已註定，
無奈宿命難改，迷茫與挫敗，屬於青春不朽的奮戰正將展開
… 



上映時間：2017.7.21 

星際叛將：歐西里斯之子 
The Osiris Child: Science Fiction Volume One 
 

類 型：動作、冒險、科幻 

片 長：1時39分 

導 演：薛恩艾比斯(Shane Abbess) 

演 員：凱蘭魯茲、伊莎貝爾盧卡斯、丹尼爾麥佛森 

在星際殖民的未來時代，神秘的漂泊者賽（Sy）遇見了肯恩
（Kane），一位為地球外軍事承包商「艾克索」（EXOR）工
作的中尉。這對背景南轅北轍的搭檔，必須在艾克索掀起的
星球危機中，同心協力救出肯恩的小女兒。為了理念而背叛
神通廣大的「艾克索」的兩人，除了必須面對天羅地網般的
追捕，還得戰勝遊蕩在荒蕪星球上的野蠻生物…… 



上映時間：2017.7.28 

報告老師！怪怪怪怪物！ 
Mon Mon Mon Monsters! 
 

類 型：冒險、奇幻、劇情 

導 演：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九把刀 

演 員：鄧育凱、蔡凡熙、賴浚程、陶柏萌、梁洳瑄、陳珮騏 

愛打小報告的資優生－林書偉，長期被全班同學欺負。特別
是班上的風雲人物三人組（權威的老大、愛跟風的老二、搞
笑的老三）更是每天捉弄他。某日，女班導師逼迫四個人一
同合作社區關懷，照顧獨居老人。某一夜，四人決定盜取失
智的獨居老人家中的保險箱，不料，卻在偷竊的過程中，在
大樓裡捕獲一頭會吃人的人形小怪物。 

 

好奇心使然，每天放學過後，四人開始用各種稀奇古怪的方
式研究小怪物，希望知道牠的來歷、特性以及弱點。每天一
起惡搞竟然變成了林書偉與風雲三人組的友情升溫催情劑。 

 

四個男孩的心智日漸扭曲，最終的友情也受到了考驗。 

以青春為名的惡意，不知自己惹禍上身的四個男孩，即將引
發一連串始料未及的殺機！ 



上映時間：2017.7.28 

魅  惑    The Beguiled 
 

類 型：劇情 

導 演：《愛情不用翻譯》蘇菲亞柯波拉 

演 員：柯林法洛、妮可基嫚、艾兒芬妮、克絲汀鄧斯特 

故事描述在南北戰爭時期，一所位處南方的女子寄宿學校
的師生，收容了一位受傷的敵方士兵。在提供避難所並照
料他傷口的這段時間，緊繃的性壓力和無形的對立與競爭
不斷蔓延，種種禁忌不斷被挑戰，出乎意外的事件也不斷
發生。 



上映時間：2017.7.28 

謝謝你，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 
In This Corner of the World 
 

類 型：劇情、動畫 

導 演：片渕須直 

演 員：(配音)《小海女》Non 

★繼《龍貓》後，動畫電影再度勇奪旬報日本電影年度十大
佳片第一 

★橫掃日本各大電影獎項，日本電影金像獎最佳動畫片 

★日本票房超越25億日圓、190萬累積入場人次 

★連續15週登上日本票房前10位 

★日本權威媒體「filmarks」與「Pia映畫生活」2016年度電
影滿意度第一名 

 

出身廣島的鈴，個性憨直可愛，畫得一手好畫，總用獨特的
想像力勾勒出奇幻的美好世界。1944年，十八歲的她離開家
鄉，嫁到吳市。稚氣未脫的新嫁娘粗心手拙，在這個陌生的
軍港城鎮裡，跌跌撞撞地開啟了新的生活。隨著空襲加劇，
生活愈發艱困，但鈴堅毅幽默面對，也漸漸發現，異鄉成了
家鄉，亂世裡原無愛情的婚姻，竟也在她私密畫冊中一幅幅
展開幸福。戰爭結束後，幾乎被摧毀的小鎮重新綴起閃爍燈
火。「這不是我計畫的人生，但此時此刻，是我最好的人生
。」鈴與她勇敢選擇的人生，繼續展開。 



上映時間：2017.7.28 

極凍之城    Atomic Blonde 
 

導 演：《捍衛任務》大衛雷奇 

演 員：莎莉賽隆、詹姆士麥艾維、蘇菲亞波提拉、 

    約翰古德曼 

《極凍之城》改編自安東尼約翰斯頓同名漫畫，由驚艷世
人的新生代暴力美學《捍衛任務》導演大衛雷奇所執導，
擅長快節奏動作設計與擁有獨特影像魅力，並由《300壯士
》編劇寇特強斯塔執筆，金獎影后莎莉賽隆領銜主演，加
上《分裂》詹姆士麥艾維、《金牌特務》蘇菲亞波提拉加
盟演出，共同打造出一部魅力獨具的諜報動作電影。 

 

冷戰時期，柏林圍牆倒塌前夕，一名英國軍情六處（MI6）
的臥底在德國離奇身亡，莎莉塞隆飾演的女間諜必須深入
敵軍，找出其生前所藏匿的秘密名單，名單上列有所有在
柏林執勤的臥底。在誰都無法信任的時代，她將冒著空前
的危險拯救所有的特務！ 


